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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產品驗證中心  

104 年 02 月至 104 年 08 月工作報告 

 

一、 工作概況: 

(一) 服務項目範圍: 

1. 依據行政院農委會所訂「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理法」第五條及第七條

規定，執行產銷履歷農產品、有機農產品及有機農產加工品驗證工作，

核發證書及標章。 

2. 與中部各縣市農會建立合作關係，辦理台中、苗栗、新竹、桃園、台

北、彰化、南投、雲林、嘉義、台南、屏東、台東、花蓮、梨山、金

門、澎湖等地區、團體或個人之農產品驗證申請及追查案件如下: 

(1) 104 年 02 月至 104 年 08 月辦理新申請驗證案件: 

無我企業有限公司、林秝禎、馬清宮、許秀枝、梁峯林、陳峯昇、

及梓薰、劉鴻洲、胡家強、廖國欽、長懋養菌農場、李玉荷、呂

文彬、李健銘、李松霖、徐紫珊、游朝權、東里碾米工廠稻米產

銷專業區、歐克佬公司、普傳農產股份有限公司、林秋木、陳榮

基、芽寶寶有機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協成製材碾米工廠、林賢美、

凱楓企業有限公司、臺東縣鹿野鄉有機米產銷班、林景尉、陳健

明、賴文宏、花蓮縣富里鄉有機米產銷班第 15 班、賴君旺、王

皙燕、保證責任花蓮縣龍鳳甲良質稻米運銷合作社、紀進池、超

能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臺東分公司初鹿牧場、羅博新、東里碾

米工廠、埔鹽合作農場、黃國峰、黃金華、吳建儀、黃龍泉、吳

吉雄、吳宏斌、吳羅桂花、曾文力、楊志成、陳天色、黃滄哲、

涂旭帆、陳天賦、楊凱鈞、陳裕隆、翁瑞琦、洪雪凰、許錦澤、

林家慶、黃東茂、蕭豐潾、賴見發、吳永昌、張建雄、秋虎企業

有限公司、潘同楨、陳毅紘、陳建利、陳進財、王信誌、陳明祥、

蕭振銘、林欽章、陳木井、康明義、連麗萍、邱華錦、洪文宏、

吳昇霖、林天佑、蘇水定、蔡樹圖、蔡政修、吳洺潢、王秋郎、

陳東妹、盧薰遠、林巧迪、鍾鑫良、羅治銘、蕭安容、台中市烏

日區蔬菜產銷班第一班、何連城、蔡昌旺、林為富、宋登鎰、廖

世英、楊文正、林春輝、劉進萬、林義和、林建成、林征夫、王

俊又、許清實、三光米股份有限公司、蔡雅琪、洪宇城、吳孟育、

沈賴雲梅、蔡勝雄、楊文雄、李志明、李宗懿、許瑞麟、翁林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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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市外埔區稻米產銷班第八班、王益同、傅兆銘、林幸宜、陳

周同、謝勝騏、根誌優、楊雅莤、陳明順、林榮璋、張博智、林

棋華、張凱強、周淑華、雷豊富、張育豐、楊清雄、謝演德、東

大製茶廠、黃永吉、李志雄、陳嘉彬、台中市外埔區紅龍果產銷

班第一班、吳吉雄、吳宏斌、吳羅桂花、王秀芳、林金城、王容

若、曾健銘、法務部矯正署嘉義監獄、蔡婷婷、南縣中寮鄉蔬菜

產銷班第二班、瑞春醬油有限公司、黃添全、游晴卉、蘇錦川、

陳榮興、徐薪閎、葉瑞綿、丁誌璁、葉昭駿、沈雪麗、陳清澤、

南投縣草屯鎮蔬菜產銷班第六班、台中市農會、林佩玟、吳秀娥、

顏秋霖、洪陳秀英、蔡孟修、范炳權、徐振揚。 

 

(2) 104 年 02 月至 104 年 08 月辦理追查驗證案件: 

林煜弘、高林農場、江文幼、宋明枝、彰化縣菇類生產合作社、

李承謨、吳家慶、謝其吉、劉忠昇、張永富、林義超、陳景富、

曾吉生、王連泉、盧永基、張義和、徐永財、曾宛秀、廖國成、

潭子果樹產銷班第二班、君達休閒農場、陳萱穎、曾三泰、陳櫻

櫻、廖坤郎、廖坤郎、徐俊明、陳文寶、上安農場、徐明堂、台

中市外埔區有機米產銷班第一班、盧炎、許峯銘、廖豊陸、阮氏

婁、林興傑、余淑金、魏玉清、高振傑 增項加追查已完成、林明

彬、黃天優、饒炎祺、廖清發、廖盛榮、蘇俊睿、謝創成、江杰

臣、李承昌、盧振星、陳新豪、黃金山、吳佳懋、張文炎、鄭英

文、徐銘錫、徐明華、徐明華、邱聖忠、鄭傑鴻、黃聖淵、陳瑞

榮、劉俊甫、劉富鈞、彭德慶、陳清錦、吳錦成、陳文龍、洪銀

釧、洪聖淵、玉美研、謝文品、蘇正岡、葉國珍、梅順和、康世

欣、陳桓生、江嬌媚、張清談、瓦歷斯貝林、王天成、東石、楊

文昌、苗栗縣南庄鄉農會、出淳琦、王志琳、羅淑媛、吳亮寬、

陳鵬文、黃偉峰、明忠、天和生物股份有限公司、百香自然生態

茶園、吳培勳、潘仕永、張梅、王萬全、黃永昌、原住民茶葉生

產合作社、曾三泰、台灣有機、張欽兆、陳恩堂、周文鴻、楊玉

卿、張宏政、古邁茶園、楊佳樺、鄭文龍、津川、津川、莊榮宜、

王證程、佟愛華、涂魴子、張志榮、陳孟智、鄭文乾、鄭文乾、

宋欣穆、陳榮松、吳美齡、蔡月芬、林益生、洪周武、楊協翰、

廖秀珍、賴炳煌、吳進陽、黃文啟、陳珊宇、東勢區農會、台中

市大里區農會、李衛松、陳政峰、玉美研、蔡衍宗、巫明昇、歐

羿彣、賴國忠、蘇建信、梁慧珠、賴阿金、潭子區稻米產銷班第

3班、劉原佑、黃普聖、王國洲、蘇新章、陳佳玲、周志祥、歐

復源、李聰福、謝富羽、聯興青果生產合作社、王阿素、蘇基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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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崑榮、蘇水秀、謝旻晉、林金義、鍾文深、埤頭蔬菜產銷班第

十二班、太平區農會、林義雄、安娜、方淑珍、蔡建成台中市外

埔區有機米產銷班第一班、林榮宗、周霂憶、柯雄能、徐仕霖、

吳龍寅、黃滄海、蔡宗成、楊金水、黃翠芬、台中縣潭子鄉良質

米產銷班第一班、張茂軒、卓富虹、詹富岳、高孟定、陳珍珠、

羅景聯、張金火、神農山莊實業股份有限公司、林興傑、陳忠厚、

洪聖淵、廖惠美、洪新興、邱興瞳、呂宗達、唐全成、草屯鎮蔬

菜產銷班第二班、外埔區農會、蔡明同、郭玉輝、鐘秋源、埤頭

鄉農會、黃賜川、賴富福、蕭志欣、張仁忠、黃文慶、謝銘鍵、

曾三泰、莊啟書、陳仕寶、許貴任、陳拓安、林子涵、張耿豪、

豐原區梨產銷班第一班、詹正義、周新利、徐維徵、陳福得、劉

盛展、廖素貞、張海泉、溫昌海、張有清、張忠志、張海欽、古

沼俊、江建焜、江泰佐、廖志明、吳子鈞、蔡美華、陳家輝、張

生水、夏共、麻許圓、呂攏、顏鈺穎、劉昭惠、吳逸山、卓明溪、

韋田有限公司、許萬景、呂仁、張夏春蓮、馮聖方、卓和中、李

松連、朱志成、好茶藝、古永龍、林銘輝、霧峰區果樹產銷班第

二班、霧峰區果樹產銷班第 7班、賴登豔、胡銘孝、洪堂竣、甘

東明、玉美研、張美枝、張志銘、莊順任、李志偉、溫鵬罡、鋐

洲股份有限公司、黃明傼、張智傑、蔬菜產銷班第九班、練明義、

楊天霖、康碧玉、戴梅雀、吳世聰、黃瑞瑩、鍾元凱、李素春、

吳雅萍、林秀儒、謝政局、江一盧、李應城、賴志鈞、何慧英、

廖芳銘、清境農場、謝文崇、張睿丰、賴顧苹、賴國興、賴登豔、

方冬碧、林兆楷、王順欽、陳明風、江萬來、陳淑玲、梁力仁、

黃添來、凱葹生活、江振瑋、友綠、鄧國權、簡美雯、吳聲發、

吳寶全、范振穀、官采柔、陳意婷、李家興、楊秋玉、高永慶、

游介宙、廖學輝、台中縣和平鄉梨產銷班第三十九班、湯上棋、

廖惠美、觀日茶行、張芳娟、台中市梧棲蔬菜產銷班第一班、楊

宗憲、中寮鄉農會、黃秋淵、黃南前、玉美生物科技研究股份有

限公司、草屯鎮蔬菜產銷班第二班、朝霧茶莊、嘉義縣竹崎鄉特

用作物產銷班第六班、日月潭製茶廠、徐信源、涂信成、Me 棗居、

王阿賜、李應城、張正輝、楊協翰、張正偉、劉家銓、洪雪凰、

陳猛、廖信茂、沛丰貿易有限公司、陳章信、李振昌、五福、陳

富陽、彰化縣鹿港鄉水稻第一班、林志銘、黃志偉、埤頭鄉蔬菜

產銷班第八班、陳天色、黃滄哲、涂旭帆、陳天賦、楊凱鈞、陳

裕隆、李柳林、謝志強、吳家宏、談良辰、顏錦豐、王丕法、黃

友德、林美娟、翁瑞琦、許錦澤、林家慶、黃東茂、蕭豊潾、蕈

優生物科技農場、陳柏菁、曾明治、邱家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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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執行行政院農委會農糧署「有機農業商品化資材審查計畫」，自 104

年 02 月至 104 年 08 月辦理有機農業使用之土壤肥培、植物保護、植

物生長、有機加工食品等不同領域之資材之新申請及追查案件如下: 

(1) 104 年 02 月至 104 年 08 月底受理新申請案件: 

翔鹿股份有限公司、新德記肥料廠、大益農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 件、弘裕農產加工廠、添進肥料工廠有限公司、福壽實業股份

有限公司、金農友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光華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2) 104 年 02 月至 104 年 08 月底辦理追查案件: 

康軒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共享農業生技股份有限公司、臺益

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大勝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三木實業有限

公司、意農有限公司、中華蛋白股份有限公司、亞太清鈴股份有

限公司、百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田酪股份有限公司、頂新製油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欣農發實業股

份有限公司、富耕精製肥料股份有限公司、保證責任嘉義縣東石

合作農場、台灣糖業股份有限公司新營副產加工廠、力漢企業股

份有限公司、屏東縣南州地區農會、有限責任花蓮縣花東有機肥

生產合作社、聯發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長興生物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尚懋股份有限公司、三木實業有限公司、綠林生物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順豐有機肥料行、長岡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蒂興

企業廠、弘鼎生技有限公司、長虹堆肥場、三傑飼料股份有限公

司、國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 最近半年來重要措施及成果 

(一) 依據行政院農委會所訂「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理法」執行產銷履歷農

產品、有機農產品及有機農產加工品驗證工作，自 104 年 02 月至 104

年 08 月受理新增驗證申請共計 158 件。 

(二) 104 年辦理農糧署委託「有機農業商品化資材製程審查與品質追縱管

理」計畫之有機農業適用資材製程審查事宜，自 104 年 02 月至 104

年 08 月底辦理新申請案共計 10 件。 

(三) 104 年 07 月由農糧署聯合 TAF 前來總部查核，針對本中心辦理產銷履

歷、有機農產品及有機農產加工品進行符合性確認。 

(四) 104 年 02 月至 104 年 08 月底辦理或派員教育訓練共計 92 小時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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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日期 課程名稱內容 時數 受訓人員 主辦單位 

1.  104/03/24 
PIMS 風險評鑑與衝擊

分析教育訓練 
2 行政人員 計資中心 

2.  104/04/16 
PIMS 內部稽核規劃與

管理 
2 行政人員 計資中心 

3.  104/06/04 
解析 ISO 9001:2015 研

討會 
7 稽核員 TAF 

4.  
104/08/14~

16, 21~23 

有機及產銷履歷農產
品驗證稽核人員基礎
訓練 

60 對外招生

72 人 
本中心主辦

5.  104/08/19 
有機質肥料製作及施
用技術暨土壤有機質
肥料增進農田地力 

8 稽核員 中華肥料協
會 

6.  104/08/20 
產銷履歷農產品驗證
稽核員研討會 

7 
組長、行政人

員、稽核員 
TAF、農委會

7.  104/08/25 
肥料法及標示品質管
理 

6 稽核員 中華肥料協
會 

 

(五) 配合各縣市農政單位、產銷班團體、農業安全入口網單位等單位安排

說明會，宣導產銷履歷制度之法規制度以及有機農業永續生態之推廣

方向。 

(六) 技術諮詢與服務：協助回答有機農業相關問題之電話諮詢，提供各界

人士有關土壤與植體營養診斷、肥培管理、土壤改良等技術之服務與

諮詢。 

 

三、 今後發展方向與展望 

(一) 聯絡相關檢測實驗室進一步建立互動，培訓多元化之專業人才。 

(二) 提供認證經驗協助校內相關單位籌備申請認證事宜。 

(三) 結合相關單位如 MIT 興大驗證農產品市集、土壤調查試驗中心、農業

推廣中心或其他相關農資學院附屬單位之人事物資源，協助推展驗證

制度、把關驗證農產品品質，提升本校於農學專業領域之地位與知名

度。 

四、 其它 

(一) 目前所遇困難 

本中心自 96 年成立至今，因驗證業務規模逐年快速成長，執行驗證所需大

量文件之管制處理、法規條文公文之更新、客戶資料之保密儲放、檢測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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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之存放寄送委辦、接洽顧流程協談及簽約、稽核人員之指派執行、不定

期人員訓練…等工作數倍增長；然目前除本校教師兼任主管之外，並無足

夠專業人力之支援投入，勉以聘用約僱助理及學生工讀的方式，協助行政

和業務的推展。本中心所需之經費皆為自籌，各項經費報支、管理費繳交

以及人事管理皆依本校相關規定辦理。為執行大量的驗證、計畫與認證規

定，敬請提供編制內行政及稽核人員的配置，使中心業務之推動能更具績

效，為本校增進等多附加價值及收益。 

。 

 

 


